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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危机， 
实现粮食安全

有关全球经济危机的报道充斥

着新闻媒体，而此时世界需要注意，并

非每个人都在办公室和工厂里工作。

这场危机同样影响着世界各地的小型

农场，那里是全球百分之七十的饥饿

人口居住和劳作的地方。随着2007-

2008年粮食和燃料价格飙升，发展中

国家农村地区的情况令人心痛。

就在贫困人口处境艰难之际，第

二次危机接踵而来。受失业的影响，

在城市和海外务工的人员汇款少了。

在小村落，贫困人口已经没钱买粮了。

全球经济危机成为主要新闻并

主导了政府的议程。数万亿的美元被

用来恢复富裕国家的经济，可是谁来

解救贫困人口呢？

本文将探讨经济危机如何影响

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如何才能保护

最弱势的群体免受饥饿，以及投资如

何能够帮助农业部门免遭未来危机的

影响，甚至能够使贫困的农民从上涨

的粮食价格中受益。这已不是世界第

一次遭遇衰退。为了今后更有效地应

对危机，可以汲取各国在以往危机中

保障粮食安全的经验（见插文：“埃塞

俄比亚：现金推动粮食救济”和“印度

尼西亚：保持价格、产量和粮食安全的 

平衡”）。

粮食危机与金融危机
从2007年年中至2008年年中，

粮农组织粮食价格指数平均上涨了
52%。2007年，世界饥饿人数增加了
7500万。之后，粮价在2008年7月开始
回落。这种下降趋势不应被视为粮
食危机的终结。根据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的统计，全球谷物价格仍超出
2005年水平的63%。最初造成粮食危
机的同样因素依然存在：

●	农业生产率低下。

●	许多粮食最不安全国家的人口增
长率依然居高不下。

●	水资源和地权问题严重。

●	洪灾和旱灾的发生频率超过长期
平均水平。

●	对农业研究和发展的投资远远低
于专家建议的水平，而且投资目标
并非贫困人口最需要的作物。

继粮食价格危机之后发生了全
球经济衰退。经济的不景气导致贫
困人口同时面临工资下降和就业机
会减少两种危机。

更糟糕的是，贫困人口采用的
多项粮食危机应对手段已经用到极
限。例如，现在很难通过出售资产来
减缓消费的下降，因为许多资产已然
售出。移民也变得更加困难，因为发
达国家本身也处于经济低谷。利用贷
款来资助消费的做法也因信贷紧缩
而受阻。

国外直接投资放缓和初级商品
出口下降预计会使贫困国家的失业

情况更为严峻。富裕国家的经济前景
意味着对发展的支持和人道主义援
助将会减少。

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整个发
展中国家2008年官方统计的汇款额
大约为3000亿美元，占其国内生产
总值的2%。经济放缓-特别是建筑
和制造业这两个传统上雇用外来
工人的主要行业增速放缓-意味着
农村和城市贫困家庭收到的汇款额	
骤减。

保护弱势群体
很明显，除了对农业的长期发

展援助（下面将作专门论述），社会
弱势群体亟需帮助。以下对公共政策
干预手段的论述表明，即便在危机
时期，亦可帮助人们免遭饥饿和营养
不良的严重影响。

●	对饥饿人口实施救助的第一步是
找到他们并了解其状况。对粮价
实施监测有助于各国政府跟踪国
家和社区内部饥饿热点地区的情
况。通过安全网可以对弱势群体
予以保护。可采取的措施包括粮食
分配计划、现金转移计划、各类供
膳计划和就业计划（见插文“巴
西：扩大安全网，应对不断深化的
危机”）。

●	必须根据情况，认真制定面向饥
饿人口的社会救助计划。例如，
在粮食市场正常运转的地方和旨
在提高粮食购买力的地方，采用现
金转移或食品券的办法能够增加
人们获得粮食的机会。倘若粮食市

场运转不畅，如在边远地区或战
乱地区，直接粮食援助或“以工代
赈”的办法可能更为适宜。

●	“生产性安全网”同样可以发挥
重要作用。例如，在马拉维和埃塞
俄比亚，对种子和化肥的补贴和
创新型农作物保险办法已成为社
会保障的一部分（见插文“埃塞
俄比亚：现金推动粮食救济”）。

●	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因危机
而下挫4%，其儿童营养不良的比
例将会上升2%。为了克服儿童、
孕期和哺乳期妇女等其他弱势
群体的微量营养素缺乏症，粮食
供应计划设法维持或提高饮食多
样性，甚至分发微量营养素补充
剂或强化食品。对于年龄较大的
儿童，可能需要实施学校供膳计
划。长期措施包括扶持小型食品
加工业，生产高质量的断奶期食
品；鼓励和提倡母乳喂养；充分开
展营养教育；监测儿童的生长发
育情况。



在印度尼西亚，数以百万计的农

村贫困家庭易遭受大米价格波动的影

响，因为他们将20%的收入用来购买

大米。另一方面，在2500万小农中，多

数人的粮食没有保障，因此希望能够

借助所种主粮价格的上涨而受益。国

际大米价格从2007年10月每吨325美

元猛增至2008年5月的每吨1000美

元，为导致出现下述情况创造了条件：

在2008年4月，私营部门的库存

持有量超出正常水平，原因是政府即

将公布对面向贫困家庭的大米销售实

行补贴的付款数额，私营部门希望从

中受益。批发市场的大米价格持续上

扬，导致政府采购费用增加。由于国际

大米价格高昂，私营部门游说政府允

许其出口大米。高涨的国际价格还令人

担心大米可能会被偷运出国。政府需

要进一步增加大米购买量，因为这样

可以扩大分配给贫困家庭的份额。

为了缓解紧张气氛，政府宣布

BULOG（负责粮食采购和分配的国

家机构）将只增购7.5%的大米，这一比

例与通货膨胀率大致相同。BULOG是

唯一拥有出口授权的单位，而且只有

在积累的库存已超过正常水平的情

况下才能出口。与此同时，2007年和

2008年的水稻产量分别增长了5%和

5.5%，主要原因包括降水适宜，对化

肥实行补贴和发放高产水稻品种。

BULOG买下了全部余粮，确保了收获

高峰期提供给农民的价格保持不降。

换句话说，政府采取大胆行动，鼓励

农民提高生产力，并使危机发生之前便

已形成的安全网得到加强，在不加重

预算赤字的情况下，向弱势群体提供 

大米。

印度尼西亚：保持价格、产量和粮食安全的平衡

农业投资
2008年全球谷物产量达到了约

22.45亿吨的创纪录水平，可以满足
预计的年度需求量，并能够适当补
充全球库存。然而，实现这一增长的
是发达国家。在更具吸引力的价格
驱动下，发达国家的谷物产量增加了
11%。相比之下，发展中国家的产量
增幅仅为1.1%。如果不计入中国、印
度和巴西的产量，其他发展中国家的
产量实际减少了0.8%。

最贫困和粮食最不安全的农民
最需要从高粮价中受益，但由于缺少
获得投入物的途径或销售渠道，他们
无法利用机会扩大生产。

根据粮农组织的统计，发展中
国家每年需要300亿美元的农业投
资来帮助农民。只有达到这一投资
额度才能实现1996年世界粮食首脑
会议关于在2015年之前将饥饿人数

减半的目标。然而，2007年富裕国家
花费3650亿美元来扶持农业，世界
每年将1.34万亿美元用于军备，以及
2008-2009年快速筹集了数百万亿美
元对金融部门提供支持，与此相比，
300亿美元是微不足道的。

一年300亿美元的投资每年可
产生1200亿美元的总体效益：

●	帮助农村贫困社区提高农业生产
率，改善生计和粮食安全；

●	开发和保护自然资源；

●	扩大和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并拓展
市场准入空间；

●	加强知识创新和传播能力；

●	通过安全网和其他直接援助，确
保最贫困人口获得粮食。

需要公共和私人投资，更具体
地说，需要有针对性的公共投资，

来鼓励和促进私人投资，特别是农
民自己的投资。例如，富饶地区的
新修公路可惠及私人在同一地区的	
投资。

估计2 0 0 9年饥饿人口增加
1.05	亿，目前全世界的营养不良人数
达到约10.2亿，这就意味着人类几
乎将近有六分之一的人口正在遭受	
饥饿。

值此世界粮食周和2009年世界
粮食日之际，让我们认真思考这些
数字及其背后反映的苦难。无论危
机发生与否，我们都拥有解决饥饿
问题的办法。我们也有能力筹集资
金，处理我们认为重要的问题。让我
们共同努力，充分认识饥饿问题的重
要性，并予以解决。粮农组织建议于
2009年11月召开的世界粮食首脑会
议对于消除饥饿至关重要。



埃塞俄比亚似乎总是受到粮食

危机的困扰。即便在风调雨顺的年

份，这一山地国家仍不能生产足够

的粮食来养活自己，必须求助于粮

援。目前正在采用新的办法，摆脱对

粮援的依赖。

在非洲实施的生产安全网计划

是此类计划中规模最大的一个；

通过该计划，政府将现金注入到脆

弱的农业经济中。通过公共工程提

供就业机会（如修建农村道路和桥

梁）或直接付款，大约800万埃塞俄

比亚人每年可享受6个月的现金或粮

食援助。农民家庭将依靠自产的粮

食来满足其余6个月的需要。该计划

的主要目标是使粮食长期无保障的

家庭获得足够的资产和收入，摆脱

粮食不安全的困境。

政府还鼓励贫困农民扩大自家

作物的销售，并促进畜牧、豆类、蜜

蜡和蜂蜜等产品的出口。

该国2005年开始实施的这一新

举措因2007-2008年粮食价格飙升

而受阻，外国投资和汇款均出现下

滑。然而，最近对参与该计划的近

1 000个家庭开展了一项调查，其结

果显示，几乎所有转移的粮食被用

作食物消费，而大部分的现金被用

来购买食品。此外，计划的参与者不

太可能为了购买粮食而出售其资产，

特别是牲畜，这样可以减少贫困的 

风险。

该计划内存在着一些问题，

如现金支付和粮食转移的价值较低

且不稳定。只有数量不多的家庭能

够长期摆脱饥饿，资产创造率亦很

低。尽管如此，政府和捐助者甚至

承诺为该计划提供更多资金以扩大

该计划的范围，将诸如推广和教育

等农业支持服务包括在内。

工业产值下降最终导致巴西经

济在2008年最后3个月开始减速。据

不同分析人士估计，该国2009年的

经济增幅仅在零至1%之间。2008年

12月有65.5万名工人被解雇，主要集

中在工业部门，但其中亦包括农业部

门的13万多人。

为了防止经济下滑导致饥饿人

口增加，巴西政府采取了以下措施：

●	 将确保农民生产价格的家庭农

场计划所包含的作物经营种类

从15种扩大到29种。

● 为了在发生自然灾害时进一步

保护42.1万小农，将旱灾收入保

险计划的范围扩大到包括洪水

和过量降雨。

● Bolsa Família（家庭补助金）

这一该国最重要的现金援助计

划扩增了130万户家庭。

● 2008年12月以后失业的工人（

政府的统计数字为大约10.4万）

可以领取7个月（而非5个月）的

失业保险金。

● 将最低工资提高了12%，使3500

万巴西人受益。

巴西保护其弱势国民免遭苦难

和饥饿的决心可被视为2006年在乌

拉圭蒙得维的亚举行的伊比利亚美

洲首脑会议所作承诺的一部分；在

此次峰会上，各国元首和政府首脑

承诺在2025年之前将饥饿现象从整

个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根除。

巴西：扩大安全网，应对不断深化的危机

埃塞俄比亚：现金推动粮食救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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